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詹建钢"李艳"陈娟如"伍华"史球龙!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
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诉你们信用卡纠纷五案!案号为
"

!"#$

#深罗法民二初字第
%&'

$

%##

$

%#(

$

%#$

$

%#%

号%因你们下
落不明!依照&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'第九十二条的规
定!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$应诉通知书$举证通知书$

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$开庭传票$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$指定
举证期限通知书$证据副本$转换程序民事裁定书%自本公告
发出之日起经过

%&

天即视为送达%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
期满后

#$

日! 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
(&

日% 开庭时间定于
!&#$

年
%

月
##

日
#)

时
(&

分!开庭地点为本院第十二审判庭!

请准时到庭!逾期则依法裁判%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
深圳市鸿海触控有限公司!本院受理原告深圳佳诚胶粘

制品有限公司诉你方买卖合同纠纷一案! 现依法向你方公告
送达起诉状副本$应诉通知书$举证通知书$合议庭组成人员
通知书及开庭传票!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

%&

日即视为送达%提
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

#$

日和
(&

日
内% 并定于

!&#$

年
%

月
*

日上午
*

时
("

分在宝安区人民法
院公明法庭一楼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!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%

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
#

%$!"

$深龙法山民初字第
!&'

号
深圳市安宜家具有限公司!本院受理原告深圳市坪山新

区社会建设局诉你方追偿权纠纷一案! 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
达起诉状副本$应诉通知书$举证通知书$开庭传票$告知审判
庭组成人员通知书$原告提交的证据$民事裁定书%自公告之
日起经过

%"

日!即视为送达%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
为公告期满后的

+$

日和
("

日内% 并定于
!"+$

年
%

月
!)

日
*

时
("

分在本院坪山人民法庭第四审判庭开庭审理!逾期将
依法缺席裁判%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

刘小涛!本院受理刘永笠诉你离婚一案!依法向你公告送
达起诉书副本$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和开庭传票%自公告之日起
%"

日视为送达%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
+$

日
和

("

日内%定于举证期满后第
(

日
*

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六
庭公开审理!逾期则依法判决% 河北省定州市人民法院

徐荣国!本院受理于传兰诉你离婚一案!依法向你公告送
达起诉状副本$应诉及举证通知书$开庭传票%自公告之日起
%"

日视为送达%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
+$

日%定
于举证期满后第

(

日
*

时"节假日顺延(在本院马庄法庭开庭
审理%逾期将依法裁判% 山东省费县人民法院

朱俊娟!本院受理赵建国诉你离婚一案!依法向你公告送
达起诉状副本$应诉及举证通知书$开庭传票%自公告之日起
%"

日视为送达%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
+$

日%定
于举证期满后第

(

日
*

时)遇法定节假日顺延(在本院马庄法
庭开庭审理%逾期将依法裁判% 山东省费县人民法院

王加兰%王加松!本院受理陈广金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!

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$应诉及举证通知书$开庭传票%

自公告之日起
%"

日视为送达% 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
后

+$

日%定于举证期满后第
(

日
*

时)遇法定节假日顺延(在本院
马庄法庭开庭审理%逾期将依法裁判% 山东省费县人民法院

彭昌益!本院受理王满长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%依法
向你公告送达)

!"+)

(青民初字第
$,*

号民事判决书!自公告之日
起

%"

日内来本院值夏法庭领取!逾期视为送达%如不服本判决!可
在公告期满后

+$

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!上诉于吉安市中
级人民法院%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% 江西省吉安市青原区人民法院

魏建国" 朱俊红! 本院受理战化坤诉你们合伙协议纠纷一
案!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!应诉通知书!合议庭成员
通知书!开庭传票%自公告之日起

%"

日视为送达!提出答辩和
举证期限为

+$

日和
("

日内!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
*

时)节
假日顺延(在本院稷下法庭第一审判庭开庭审理!逾期将依法
判决%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法院

洛阳市宏新采暖工程有限公司"杨国法"陈宏建!本院受理任
耀武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!现向你们公告送达)

!"+$

(西民
二初字第

')

号起诉书副本$应诉及举证通知书$开庭传票$告
知合议庭人员通知书%自公告之日起

%"

日视为送达%提出答辩
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

+$

日和
("

日内% 定于
!"+$

年
%

月
!(

日
*

时在本院民二庭五号审判庭公开审理! 逾期依
法缺席裁决% 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法院

孙竹燕!本院受理王伟松诉你离婚一案!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
诉状副本$应诉及举证通知书$司法公开告知书及开庭传票%自公
告之日起

%"

日视为送达! 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
+$

日和
("

日内%定于举证期满后第
(

日
*

时)节假日顺延(在本院第
三审判庭公开审理!逾期将依法审理% 河北省平乡县人民法院

李旭辉"吕镜!本院受理赵艳彦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
审结%依法向你公告送达)

!"+)

(开民初字第
!)%)

号民事判决书%

自公告之日起
%"

日内来本院小街基法庭领取!逾期视为送达%如
不服本判决!可在公告期满后

+$

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!

上诉于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% 内蒙古自治区开鲁县人民法院
胡坤!本院受理张淑玲诉你离婚一案已审结%依法向你公告

送达)

!"+)

(开民初字第
!$+'

号民事判决书%自公告之日起
%"

日
内来本院小街基法庭领取!逾期视为送达%如不服本判决!可在公
告期满后

+$

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! 上诉于通辽市中级
人民法院% 内蒙古自治区开鲁县人民法院

范建武"刘伟伟"李健"赵国良!本院受理张东斌诉你四人及
张丽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%依法向你四人公告送达)

!"+)

(

渑民初字第
*'!

号民事判决书%自公告之日起
%"

日视为送达%如
不服本判决!可在公告期满后

+$

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!

上诉于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院%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%

河南省渑池县人民法院
郭跃林!本院受理刘铁旺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!依法向你

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$应诉及举证通知书$权利义务告知书$合
议庭成员告知书$开庭传票$民事裁定书%自公告之日起

%"

日视

为送达%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
+$

日和
("

日%定于举证期
满后第

(

日
*

时)节假日顺延(在本院永清法庭公开审理!逾期依
法审判% 河北省永清县人民法院

郭跃林!本院受理刘硕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!依法向你们
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$应诉及举证通知书$权利义务告知书$合议
庭成员告知书$开庭传票$民事裁定书%自公告之日起

%"

日视为
送达%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

+$

日和
("

日%定于举证期
满后第

(

日
*

时)节假日顺延(在本院永清法庭公开审理!逾期依
法审判% 河北省永清县人民法院

张银华!本院受理黄福利$王宝友$师乐全$黄福民$焦各诉
你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!依法向你司公告送达)

!"+)

(虞民初
字第

+',(

号民事判决书%自公告之日起
%"

日视为送达%如不服
本判决! 可在公告期满后

+$

日内上诉于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%

逾期发生法律效力% 河南省虞城县人民法院
祝燕燕!本院受理常玉良诉你离婚一案!依法向你公告送达

)

!"+)

(州民一初字第
"(""(

号民事判决书%自公告之日起
%"

日视
为送达%如不服本判决!可在公告期满后

+$

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
状及副本!上诉于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%逾期发生法律效力%

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
王其虎!本院受理汤友锐诉你离婚一案!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

诉状副本$应诉及举证通知书$诉讼风险提示书$诉讼权利义务告
知书$审判庭成员通知书$诉讼监督卡及开庭传票%自公告之日起
%"

日视为送达% 答辩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
+$

日和
("

日%定
于举证期满后第

(

日
*

时)节假日顺延(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审
理!逾期依法判决% 安徽省霍邱县人民法院

王元宏!本院受理张兴芳诉你离婚一案!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
诉状副本$应诉及举证通知书$诉讼风险提示书$诉讼权利义务告
知书$审判庭成员通知书$诉讼监督卡及开庭传票%自公告之日起
%"

日视为送达% 答辩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
+$

日和
("

日%定
于举证期满后第

(

日
*

时)节假日顺延(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审
理!逾期依法判决% 安徽省霍邱县人民法院

冯继强! 本院受理侯威夫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!依
法向你公告送达)

!"+)

(阳商初字第
,!

号民事判决书%自公告之
日起

%"

日视为送达%如不服本判决!可在接到判决书之日起
+$

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!上诉张家口市中级人民法院%

河北省阳原县人民法院
郑成贵"苏翠梅!本院受理屈兵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

结!依法向你公告送达)

!"+)

(阳商初字第
,$

号民事判决书%自公
告之日起

%"

日视为送达%如不服本判决!可在接到判决书之日起
+$

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!上诉张家口市中级人民法院%

河北省阳原县人民法院
济宁建联投资担保有限公司"申德连!本院受理汶上如意润发

纺织有限公司与济宁建联投资担保有限公司$申德连保证合同纠
纷一案已审结%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)

!"+)

(汶商初字第
%)

号民事
判决书!自公告之日起

%"

日视为送达%如不服本判决!可在送达之
日起

+$

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! 上诉济宁市中级人民法
院% 山东省汶上县人民法院

房秋莲"王印章!本院受理汶上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与房秋
莲$张强$郭晓$王翠芳$刘斌$王印章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
已审结%现向你们公告送达)

!"+)

(汶商初字第
!!%

号民事判决
书!自公告之日起

%"

日视为送达%如不服本判决!可在送达之日
起

+$

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!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供副
本!上诉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% 山东省汶上县人民法院

汶上县生宝化工科技有限公司"周凯"张宝生"崔成太!本院受
理原告济宁鑫金窑炉制作有限公司与你们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
案已审结%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)

!"+)

(汶商初字第
(+%

号民
事判决书!自公告之日起

%"

日视为送达%如不服本判决!可在送
达之日起

+$

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!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供
副本!上诉于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% 山东省汶上县人民法院

崔向军"王存诚"崔向进"刘建伟"王平!本院受理汶上县农村
信用合作联社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%依法向你
们公告送达)

!"+)

(汶商初字第
)!!

号民事判决书!自公告之日
起

%"

日视为送达%如不服本判决!可在送达之日起
+$

日内向本
院递交上诉状!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供副本!上诉济宁市中
级人民法院% 山东省汶上县人民法院

殷建龙"庞传坤"刘景灿"殷建军"谢德攀!本院受理汶上县农
村信用合作联社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% 依法向
你们公告送达)

!"+)

(汶商初字第
)!(

号民事判决书!自公告之日
起

%"

日视为送达%如不服本判决!可在送达之日起
+$

日内向本
院递交上诉状!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供副本!上诉于济宁市中
级人民法院% 山东省汶上县人民法院

刘传鹏"刘传民"王辉"王传新!本院受理汶上县农村信用合
作联社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% 依法向你们公告
送达)

!"+)

(汶商初字第
)!)

号民事判决书!自公告之日起
%"

日
视为送达%如不服本判决!可在送达之日起

+$

日内向本院递交上
诉状!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供副本!上诉于济宁市中级人民法
院% 山东省汶上县人民法院

郭金波"王福身"张淑超"刘同伟"乔林!本院受理汶上县农村
信用合作联社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%依法向你们
公告送达本院)

!"+)

(汶商初字第
)!$

号民事判决书!自公告之日
起

%"

日视为送达%如不服本判决!可在送达之日起
+$

日内向本院
递交上诉状!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供副本!上诉济宁市中级人民
法院% 山东省汶上县人民法院

路春兰"信恒民"李咸军"徐向阳"谷长春"林伟!本院受理汶上
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%依
法向你们公告送达)

!"+)

(汶商初字第
)!%

号民事判决书!自公告
之日起

%"

日视为送达%如不服本判决!可在送达之日起
+$

日内
向本院递交上诉状!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供副本!上诉济宁市
中级人民法院% 山东省汶上县人民法院

王辉"王传新"曹华伟"曹正伟"林海波!本院受理汶上县农村
信用合作联社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%依法向你们
公告送达)

!"+)

(汶商初字第
)!,

号民事判决书!自公告之日起
%"

日视为送达%如不服本判决!可在送达之日起
+$

日内向本院递交
上诉状!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供副本!上诉济宁市中级人民法

院% 山东省汶上县人民法院
殷建军"李彦"渠雷健"张法壮"庞传坤!本院受理汶上县农村

信用合作联社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%依法向你
们公告送达)

!"+)

(汶商初字第
)!'

号民事判决书!自公告之日
起

%"

日视为送达%如不服本判决!可在送达之日起
+$

日内向本
院递交上诉状!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供副本!上诉于济宁市
中级人民法院% 山东省汶上县人民法院

庞传来"郭峰"秦宏"房兆利"庞国恒!本院受理汶上县农村信
用合作联社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%依法向你们
公告送达)

!"+)

(汶商初字第
)!*

号民事判决书!自公告之日起
%"

日视为送达%如不服本判决!可在送达之日起
+$

日内向本院
递交上诉状!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供副本!上诉于济宁市中
级人民法院% 山东省汶上县人民法院

李继青"王建"孙东全"崔兆起"靖庆莉"武同立"喻德冰"李继
亮"张冬梅"曹景波!本院受理汶上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与你们金
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%现向你们公告送达)

!"+)

(汶商初字
第

)("

号民事判决书!自公告日起经
%"

日视为送达%如不服本判
决!可在送达之日起

+$

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!并按对方当事人
人数提供副本!上诉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%山东省汶上县人民法院

郭忠灿"苑立涛"赵爱勤"马中华"高中民!本院受理汶上县农
村信用合作联社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% 依法向
你们公告送达)

!"+)

(汶商初字第
)(+

号民事判决书!自公告日起
经

%"

日视为送达%如不服本判决!可在送达之日起
+$

日内向本
院递交上诉状!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供副本!上诉济宁市中级
人民法院% 山东省汶上县人民法院

杨敏"林健"房伟"徐恩营!本院受理汶上县农村信用合作联
社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%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
)

!"+)

(汶商初字第
)(!

号民事判决书!自公告日起经
%"

日视为
送达%如不服本判决!可在送达之日起

+$

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
状!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供副本!上诉于济宁市中级人民法
院% 山东省汶上县人民法院

胡相云"李玉生"田茂军"白咸友"梁兆东!本院受理汶上县农
村信用合作联社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%依法向
你们公告送达)

!"+)

(汶商初字第
)((

号民事判决书!自公告日
起经

%"

日视为送达%如不服本判决!可在送达之日起
+$

日内向
本院递交上诉状!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供副本!上诉于济宁
市中级人民法院% 山东省汶上县人民法院

王印强"李辉"王洪"郭胜"陈海波!本院受理汶上县农村信用
合作联社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%依法向你们公
告送达)

!"+)

(汶商初字第
)()

号民事判决书!自公告日起经
%"

日视为送达%如不服本判决!可在送达之日起
+$

日内向本院递
交上诉状!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供副本!上诉于济宁市中级
人民法院% 山东省汶上县人民法院

韩灿祥"邢建锋"于官雷"韩光"乔林"徐文敬!本院受理汶上
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%依
法向你们公告送达)

!"+)

(汶商初字第
)($

号民事判决书!自公
告日起经

%"

日视为送达%如不服本判决!可在送达之日起
+$

日

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!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供副本!上诉于
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% 山东省汶上县人民法院

徐恩营"刘忠"徐丙磊"李东春"龙茂水"梁光辉!本院受理汶上
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%依法
向你们公告送达)

!"+)

(汶商初字第
)(%

号民事判决书!自公告日
起经

%"

日视为送达%如不服本判决!可在送达之日起
+$

日内向本
院递交上诉状!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供副本!上诉于济宁市中
级人民法院% 山东省汶上县人民法院

刘延光"王印强"张奎"侯金光"丁猛!本院受理汶上县农村信
用合作联社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% 依法向你们
公告送达)

!"+)

(汶商初字第
)('

号民事判决书!自公告日起经
%"

日视为送达%如不服本判决!可在送达之日起
+$

日内向本院
递交上诉状!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供副本!上诉于济宁市中级
人民法院% 山东省汶上县人民法院

高文忠"陈伟"马东"王荣荣"乔林"刘品磊!本院受理汶上县
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% 依法
向你们公告送达)

!"+)

(汶商初字第
)(*

号民事判决书!自公告
日起经

%"

日视为送达%如不服本判决!可在送达之日起
+$

日内
向本院递交上诉状!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供副本!上诉于济宁
市中级人民法院% 山东省汶上县人民法院

王庆华"周桂强!本院受理刘延辉诉你们机动车交通事故责
任纠纷一案!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$应诉及举证通知
书$开庭传票%自公告之日起

%"

日视为送达%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
公告期满后

+$

日和
("

日内%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
*

*

("

)节假
日顺延#在本院开发区法庭公开审理!逾期依法缺席裁判%

河北省沧州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洛阳昆旺商贸有限公司" 栾川县双燕炉料建材有限公司"杜

彦鹤"杜彦鹏"张丹!本院受理牛晓燕$刘克民分别诉你们借款合同
纠纷二案!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$应诉及举证通知书$

审判庭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%自公告日起经
%"

日视为送达%答
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

+$

日内!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
+,

*

+"

$

+,

*

$"

)节假日顺延#在本院九号审判庭公开审理%逾期依法
缺席审理% 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法院

王爱玉"杜宪彬!本院受理汶上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金融
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%依法向你公告送达)

!"+)

#汶商初字第
))+

号民事判决书!自公告之日起
%"

日视为送达%如不服本判决!

可在公告期满后
+$

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!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
提出副本!上诉于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% 山东省汶上县人民法院

徐西猛!本院受理济宁九州汽车租赁有限公司诉你车辆租赁
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%依法向你公告送达)

!"+)

#汶商初字第
$'"

号民事判决书!自公告之日起
%"

日视为送达%如不服本判决!可在
公告期满后

+$

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! 上诉于济宁市中
级人民法院% 山东省汶上县人民法院

徐斌! 本院受理王洪志诉你一般运输合同纠纷一案已审
结%依法向你公告送达)

!"+)

#汶商初字第
%,%

号民事判决书!

自公告日起经
%"

日视为送达%如不服本判决!可在公告期满
后

+$

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!上诉于济宁市中级人民

法院% 山东省汶上县人民法院
刘清渭!本院受理孙国印诉你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%

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)

!"+)

#汶商初字第
%')

号民事判决书!自公告
日起经

%"

日视为送达%如不服本判决!可在公告期满后
+$

日内向本院
递交上诉状及副本!上诉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%山东省汶上县人民法院

单俊峰!本院受理崔启民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%依法向你
公告送达)

!"+)

#西民三初字第
+**

号民事判决书%自公告之日起
%"

日
视为送达%如不服本判决!可在公告期满后

+$

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
及副本!上诉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% 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法院

何克进"张杏娟"沈路川"杨少杰!本院受理万改琴诉你们民间借
贷纠纷一案!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$应诉及举证通知书$

审判庭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%自公告之日起
%"

日视为送达%答辩
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

+$

日内! 定于答辩和举证期满后第三
日

*

时)节假日顺延#在本院九号审判庭公开审理%逾期将依法缺席
审理% 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法院

秦皇岛市溪树商贸有限公司"郭凤廷"赵利峰!我院受理张昆申请
执行秦皇岛市溪树商贸有限公司修理合同纠纷一案! 因被执行人秦
皇岛市溪树商贸有限公司拒不履行义务! 你单位营业执照被依法吊
销后!又不依法进行清算%你单位涉嫌隐匿处分财产的行为!依法向你
们作如下通知* 秦皇岛市溪树商贸有限公司向本院提供你公司自成
立之日起至今的单位财务账册及记账作证! 本院将依法委托中介机
构对你单位进行审计%你单位接到此通知七日内提交到本院!过期不
提交视为拒绝提交!将依法追究你单位及股东的相应责任%自公告日
起经

%"

日视为送达% 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人民法院
秦皇岛市溪树商贸有限公司"郭凤廷"赵利峰!我院受理张昆申请

执行秦皇岛市溪树商贸有限公司修理合同纠纷一案! 已向你单位发
出提交财务帐册及记账凭证通知!你单位若没有按期限提交!将视为
拒不提交之日起第七日对本案进行听证程序!接到此通知后!可以和
本院联系!若不联系视为拒绝到庭%自公告日起经

%"

日视为送达%

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人民法院
白井义!本院受理张晴诉你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!依法

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$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%自公告
日起经

%"

日视为送达%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
+$

日和
("

日内%定于举证期满后第
(

日
*

*

("

)节假日顺延#在本院公开审理!

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% 河北省抚宁县人民法院
庄猛! 本院受理赵国庆诉你离婚一案已审结

-

依法向你公告送达
)

!&#)

#昌民初字第
#'!*

号民事判决书!自公告之日起
%&

日视为送达%如
不服本判决!可在公告期满后

#$

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!上诉于
秦皇岛市中级人民法院%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% 河北省昌黎县人民法院

谭素琼! 本院受理张春交诉你离婚一案已审结%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
)

!&#)

#昌民初字第
#,#!

号民事判决书!自公告之日起
%&

日视为送达%如
不服本判决!可在公告期满后

#$

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!上诉于
秦皇岛市中级人民法院%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& 河北省昌黎县人民法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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$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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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度缺陷不是腐败借口

前不久法院作出判决!国家

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副主任"国

家能源局原局长刘铁男因非法收

受他人财物计
($$'

万余元!犯受

贿罪!被判处无期徒刑!剥夺政治

权利终身! 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

产#刘铁男的主要犯罪事实包括$

接受请托! 为邱建林三个公司获

得国家发改委审批提供帮助#作

为回报!邱建林等人为其子刘德

成成立峰德公司!以虚假贸易%炒

股的方式!使其资金积累到
#$&&

余万元& 刘德成使用该资金购买

轿车% 别墅! 共计
#$)*.!%%$

万

元&且刘铁男对此全部知情#另外

刘铁男接受请托为张爱彬获取北

京地区丰田汽车
)/

店指标提供

帮助!以'打招呼(的形式最终使

张爱彬的公司获得指标&其子刘

德成在张爱彬的
)/

店中没有出

资%没有参与经营!但以退股方式

获利
#&&&

万元#透过本案!笔者

认为有几个问题值得深思#

手握审批大权实施拖

拿办(三部曲)

按照刑法的规定!受贿罪是

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

利收受贿赂! 为他人谋取利益的

行为# 其构成犯罪条件从主观上

说!必须具备行为人明知自己行

为性质及其后果的要件# 该案中

刘铁男的行为具有一定的隐蔽

性! 其行为表现为典型的自欺欺

人#许多案例表明!正是这种自欺

心态! 导致不少受贿的人认为自

己犯罪行为受法律制裁的风险降

低! 形成侥幸心理! 以致铤而走

险#

在法庭陈述中 ! 刘铁男表

示$'在过去被立案%侦查的十几

个月里! 包括到今天在庭上!我

始终都处在沉痛的忏悔和自责

中 !每次的询问 %每次交谈或者

跟办案人员接触!其实都像鞭子

一样抽打着我的灵魂))我每

每看到起诉书! 都在反问自己!

这是我吗 *怎么会到今天 *每天

早上醒来的时候! 这是哪里呀*

我怎么会堕落成这样呢*( 似乎

一切都是他对法律认知的缺失

造成!似乎自己如果知道受贿性

质!当初就不会这样做+

在判定刘铁男受贿的
($$'

万余元中!除了最早开始半推半

就收下的
)

万元!其余受贿款几

乎全是在他本人不过问的情况

下由其子获得+为了避免留下自

己主观上明知的证据 ! 他给他

人"甚至给自己刻意营造的形象

是! 儿子生意上的事一概不管+

这就是面对法庭审理!大量证据

证明巨额受贿事实时!连他自己

都感到无比惊讶的原因+

如某企业主要求审批项目

予以关照!谈及自己帮助其儿子

成立公司挣了钱!刘铁男立即摆

手打住$'生意上的这些事!你不

要和我说+( 以为这样就能以不

知情为幌子!以自身当时缺乏主

观上的明知这一构成受贿罪条

件!为以后逃脱法律制裁留下伏

笔+因此他始终认为!自己的'底

线(是违纪而不是违法+

对于犯罪性质!刘铁男果真

缺乏法律上的认知吗*

不是的+庭审调查中证据表

明!刘铁男审批权的运用流程仍

然跳不出拖" 拿" 办的三部曲!

'拖(是诱使人家 '放血 (的前置

手段 !只是 '拿 (与 '办 (程序颠

倒!确认人家会给儿子输送利益

之后!心照不宣!一一照办+

扭曲的爱子情怀毁了

自己害了儿子

刘铁男在国家宏观调控部

门工作
(&

年! 先后在原国家计

委 "国家发改委原材料局 "综合

司"机关党委"办公厅"预测司"产

业发展司"工业司"东北办"能源

局干过!并在一些专业性强"审批

事项重的司局当过 '一把手(+据

说他都是早上七点上班! 夜里十

一二点才下班&对于有求于他的

生意人他很警惕! 躲得远远的不

让其轻易得手& 衣食住行不是特

别讲究! 花天酒地的表现也不是

特别明显& 搜查其住处还可看到

他收集的关于领导干部子女经商

办企业纪律规定方面的书籍!有

的书还做了些标注! 说明他还是

认真学过+好不容易做到省部级!

本来可以有无限的前途! 怎么一

下子换来无期的牢狱之灾呢*似

乎都是儿子惹的祸+

问题在于 ! 刘铁男死心塌

地" 心甘情愿被儿子 '坑(+ 他

坐牢了还说 ! 自己每天都在自

责 ! 因为 '我的过错把孩子也

毁了(! 也 '无颜到九泉去见老

父亲 ( ))与其说是刘德成坑

了老爹!不如说是刘铁男扭曲了

的爱子情怀 !既毁了自己 !也害

了儿子 +刘德成自述 !父亲教育

给他留下的最深刻印象!就是骑

车接他从学校回家的路上!一边

穿胡同一边教导!人生就是要抄

近路 !才能有大成就 +这就与传

统要求孩子走正路的教育方法

背道而驰+刘铁男悉心选择企业

老板做儿子的朋友!一边行使权

力为他们办事!一边吩咐他们要

'带带他 (! 嘴上说的是带他做

人! 暗含的意思是带他挣钱+于

是!儿子也飘飘然起来!以为'父

亲的官越做越大!自己的钱越挣

越多!幸福的日子终于来临(+

如此看来! 领导干部教育"

管束子女等身边人!确是一个严

肃的课题 !稍有不慎 !阴沟里翻

船是常有的事+爱子情怀乃人之

常情 !本来也无可厚非 !但必须

以德为本 !成才为要 !关键是要

培养真才实学!教育诚信做人+

制度缺陷不是开脱罪

责的理由

刘铁男根据自己腐败经历

写出具体的制度反腐建议!希望

法庭据此认定为立功表现+尽管

法庭依法未予认定!但也肯定了

他的积极态度+ 刘铁男分析!如

我们社会
!&&'

年的政府投资四

万亿!多是没有明确产出率责任

的投资项目+如果我们投资四万

亿有产出四百万亿的投资责任!

我们社会就不会有腐败分子+必

须推进市场化改革!尽最大的力

气变革审批制度+在市场经济条

件下审批权与责任连在一起!市

场机制改革彻底!任何人都不敢

腐败了!因为责任追究将追偿连

带损失!这也是从机制上控制腐

败的原理+

但是!制度缺陷能够作为刘

铁男开脱罪责的理由吗*回答是

否定的+制度缺陷只是犯罪的客

观因素! 提供了腐败的机会!任

何腐败犯罪都是动机和机会的

结合 +而犯罪动机 !则是犯罪人

必须负责的主观因素+

对此财政部副部长金立群

认为!地方债台高筑"产能过剩"

重复低水平建设确实是审批制

度导致 + 只要审批制度继续存

在!就一定会出现寻租冲动和腐

败诱因+ 但腐败虽有制度诱因!

也不能完全从制度上开脱+制度

建设上的缺陷是一定要去解决

的!一定要完善这个制度+'有些

人陷入腐败!不能完全从制度上

的缺陷来为自己开脱!法律是不

会为任何一个贪官"任何一个犯

罪分子通过制度的缺陷来开脱

的 ! 任何一个也不可能利用法

律!利用社会制度的缺陷来为自

己辩护+(

这种认识是正确的+

'作者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

察业务专家%博士后$

以案说法
YIANSHUOFA

!

许道敏

说“不”应成代表议事新常态
!

王文武

!&#$

全国两会召开之际 !

人民日报客户端发布&写给代表

委员的
*

句话'!提醒人大代表$

政协委员!+请记得! 你不称职!

就意味着人民的缺席! 你的失

语!就意味着人民的沉默,!+-赞

成.是你的权力!-反对.也是你

的权力,,

(

月
'

日央广网-%

作为中央党报!客户端发布

这一内容后!迅速在网络$微信

等媒体上引起热议!尤其是+反

对也是你的权力, 赢得普遍喝

彩% 一句本来很正常的话$一项

对于代表委员来说再正常不过

的权力!缘何因人民日报客户端

的提出而成了新闻/ 在笔者看

来!+反对也是你的权力, 的提

出!其意义在于将两会引向一个

+新常态,000议事建言$共商国

是说+不,的新常态%

近年来的两会!激辩争鸣已

经成为一大亮点%然而!在审议$

讨论政府工作$预算$计划$两院

等报告时!以及领导参加分组审

议$讨论时!代表委员往往溢美

之辞多!意见建议少% 全国人大

代表$中科院院士钟南山曾直言

代表应该畅所欲言!不要讲空话

套话*+领导不在的时候!代表们

发言挺多!而且讲得很深% 领导

在的时候! 很多代表
#&

分钟的

发言!

'

分钟用来对报告$ 对自

己歌功颂德% ,

其实! 不论是政府工作报

告!还是预算草案等!它们之所

以印刷成册放在两会上!并由相

关领导来报告!不是让代表委员

来听听看看!然后举举手$鼓鼓

掌的!而是要代表委员结合基层

工作实际和群众意见呼声!对相

关报告进行审议或讨论!提出有

建设性的意见或建议%如果一个

代表委员连这个都做不到!却成

了像人民日报客户端说所的见

面握手$表决举手$通过拍手这

样的+三手代表,!只能说是失职

的!甚至可以说是无知的!因为

他)她(可能不知道代表委员的

职责是什么%

其实!+反对,不光是代表委

员在两会上的权力!日常工作中

更需要这种说+不,的勇气和智

慧% 无论是党内会议!还是行政

决策!只要有违人民意志$发展

潮流$法律法规的地方!只要是

代表委员能说上话的! 都要说

+不 ,! 勇于且善于纠偏 % 说

+不, 是代表$ 委员两会参政议

政应有之义! 更应成为两会议

事乃是今后各级党委$ 政府议

事的新常态%

“不念稿子”体现务实精神
!

马进彪

总理携多名部长+下团,!全国人大代表刘永好刚讲到+今天发

言题目是搭平台$促联合$谋发展新常态下企业发展的新思路,!总

理就打断说*+永好!你的报告我全看了!我问你一些问题!我们来互

动%,其后!让代表们出乎意料的是!其他代表的发言材料!总理都看

过1当一位代表刚准备+照本宣科,时!李克强还提醒道*+为了节省

一点时间!不用念稿子!我问你回答,,据
(

月
*

日.南方都市报/-%

在以往的发言中!不少代表都习惯于+照本宣科,!十来分钟的

发言!开头有帽子!中间有引用!结尾有口号!很大一部分都是高大

上的词汇%但掐头去尾之后!精华的务实部分已经被压缩得很小%这

种+照本宣科,的发言习惯!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是一种+文山

会海,式的沉疴再现%总理携多名部长+下团,!并要求与人大代表现

场互动!显示的是总理对所有问题胸有成竹!体现了人大会议的议

事价值和应有的议事效率!带来的是一种全新的议事风格%

相比之下!一些代表还习惯于过去的+照本宣科,%可以说!这种

+照本宣科,的习惯!表现的是一些人大代表在参政议政过程中的被

动心态!交个提案念个报告!就是全部+作业,!而对于现场互动的议

事形式!还显得很陌生$很不适应!这在一定程度上则反映了一些人

大代表在现场议政时的不自信%

随着国家及政府治国执政理念的提高!+务实,二字的意义已越

来越被深化!并表现在各种执政作为及制度设计中!从简政放权到

精简行政审批都是+务实,意义的现实体现%在新一届中央政府的治

国举措中!到处都可感到+务实,精神的体现!李克强总理也在政府

工作报告中!提到了+大道至简,理念!这本身就意味着一种全新的

理政风格%

其实+简明扼要,就是一种自信的务实态度!作为人大代表!身

负的是人民重托!而为了高效率地表达人民的意愿$高效率地实现

人民的重托!不管在话语形式上!还是在日常履职中!都应当练就好

+简明扼要,$务实为民的硬功夫%

“油水”少了，作风好了
!

柏红梅

'

日上午!习近平参加广西代表团审议%有代表从大会餐桌变化谈

到更加自觉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!说以前不少代表都不在驻地吃晚

餐!现在基本都在驻地吃饭!自助餐盘子都要见底%总书记幽默地说!

看来肚子里油水少了%会场发出会心的笑声,据
(

月
'

日新华网-%

+八项规定,出台以来!大吃大喝现象基本绝迹!官员的+腐败

肚,变小了!党风和政风变好了!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事实%

别小看餐桌上的事!一些贪官是从餐桌上开始腐败的!是从餐

桌上结党营私的%党中央出台+八项规定,以后!连续打出+组合拳,!

相继出台一项又一项改进工作作风$整治腐败的+狠招,!并以踏石

留印$抓铁有痕的势头!向作风之弊$行为之垢宣战!既+拍苍蝇,!也

+打老虎,%成绩斐然!举国欢庆%然而!改作风!反腐败!依然任重道

远!须臾都不能停歇!时刻要防止反弹%

官员的+腐败肚,变小了!作风变好了!不是目的!还必须增强公

仆意识%党员干部必须摆正公仆和主人的位置!必须明确自己是人

民的公仆而人民则是国家的主人%必须充分发扬人民民主!保障群

众的知情权$参与权$表达权与监督权!尊重群众利益和意愿!不能

以+代言人,+领路人,的身份!搞什么+替民做主,+为民做主,的鬼把

戏!别搞+拍脑袋,决策那一套%必须坚持问政于民$问需于民$问计

于民!坚持正确的政绩观!全心全意办实事$办好事%如此一来!党才

能赢得民心!获得拥戴%

“减少审批”还应有“倒逼式”
!

张传发

+今年我深圳一家公司审批一个饮料包装水! 审批了半年到后

来找了关系才把它批下来!这个审批制度影响了企业创新%,在
,

日

的浙江代表团开放日上!全国人大代表$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

董事长宗庆后发言时透露! 企业对审批制度的松绑感受并不明显

,据
(

月
'

日中国新闻网-%

+

!&#)

年国务院各部门取消和下放
!)%

项行政审批事项!

!&#$

年再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事项,!可+减少审批,为何给人们的

感受是+天上雷声大!地面雨点小,/原因可能有三*一是地区间有差

异!中国这么大!不同地区!+减少审批,的步伐有快有慢1二是行业

间有差异!或许!有的行业明显感受+审批有减少,!而有的行业却感

觉+仍然关卡多多,1当然!最为头痛的在于第三条原因!有关部门减

+虚,不减+实,!真正+有利可图,的项目而应该取消审批的!相关部

门仍然紧紧在攥在手里!以求继续+权力寻租,而或明或暗地搞+吃

拿卡要,%所以说!+减少审批,还应有+倒逼式,%

所谓+倒逼式,!就是要让市场主体来积极参与+减少审批,!让

最底层的老百姓与国务院共同联手倒逼政府相关部门+减少审批,%

具体说来!到底还有哪些项目需要审批!一个项目有多少审批环节!

这些+门槛,!这些+关卡,!该不该设立!能不能取消/如此等等!不妨

让老百姓一一晒出来!相关部门应该一一给予回应!该取消的立即

取消!不该取消的讲出理由来%当然!+减少审批,!并不意味着+取消

所有审批,!有些项目!那也得+非审批不可,!譬如说+环保,+安全生

产,!但!这样的审批应该+越少越好,1而更多的情况下!应该是行业

协会+立标准,!让企业自觉去守规矩1这其间!有的企业违法违规!

相关部门依法查处就是了!既要讲+权力不可任性,!也要讲+市场不

可任性,%

从严治党，必须狠抓“关键少数”
!

魏 青

(

月
$

日下午! 中共中央

总书记$国家主席$中央军委主

席习近平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

三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审议!并

在听取代表发言后作了重要讲

话%谈到从严治党时!习近平指

出! 关键是要抓住领导干部这

个+关键少数,%两会上!代表委

员纷纷对此建言 ,据
(

月
'

日

.新华每日电讯/-%

关键少数! 是指推动发展

的关键因素! 一般是事物的最

精华部分! 在发展过程中作用

最大但数量极少! 是引领发展

的最大优势%从严治党!关键是

第一责任人! 是各级各部门各

单位的+一把手,%其身正!不令

而行% +一把手,发挥好第一责

任人作用! 作风建设就能事半

功倍%

大到一个国家! 小到一个

地区!或者一个单位!位于权力

金字塔顶层的权力! 往往是少

数人的权力! 但是这少数人的

权力的分量却举足轻重! 对于

全局有着极大的推动力和制约

力! 这关键的少数如果能够踏

踏实实进行作风建设!那么!其

辐射带动作用不可低估% 在权

力顶层负责制的今天! 顶层的

行政权力很大! 不管是决策和

执行!不管是号召还是落实!顶

层的影响力都不同凡响! 抓住

了顶层权力!也就是抓根本%用

到作风建设上! 顶层的作风建

设好了! 下级积极跟随效仿也

是顺理成章的事情%

从作风建设延伸到廉政建

设的高度上来讲! 关键的少数

廉政与否! 直接关系次要的多

数的廉政!所谓地方看中央!市

里看省里!县上看市上%上一级

的权力! 深刻影响着下一级权

力的取向和去向! 抓关键的少

数的做派和作风建设! 就是在

掀起一场规模浩大的蝴蝶效

应! 蔚然成风的作风建设气候

大改变不仅体现在量变上 !更

能够带来量变到质变的蜕变!

进而脱胎换骨!焕然一新%

十八大以来!转会风!转作

风 !反 +四风 ,!开展以作风建

设为主的群众路线实践教育活

动! 中央领导不仅从顶层开始

精心设计! 更从权力的顶层以

身作则 !积极垂范 !期望能够

上行下效! 引领作风建设大改

变% 希望更多干部了解 +关键

的少数,和+次要的多数,的关

系!让作风建设实现事倍功半

的好效果%

从严治理
+身边人,腐败

!

李子木公

(

月
$

日! 中共中央书记处

书记"中纪委副书记赵洪祝在参

加福建省代表团全团会议时透

露!苏荣腐败案是典型的家族腐

败 #家里面从老到小 "从男到女

都有参与,

(

月
%

日.新京报/-$

近年来!领导身边人出事的

新闻频现! 不光是领导的配偶%

子女 !包括领导的亲戚 !领导信

任的出纳 !领导的秘书 !甚至领

导的司机等等角色 $诸多 &身边

人 '将众多官员拖下水 !不得不

引人深思$

&身边人'出事!领导又岂能

脱得了干系 (譬如 !国家食药监

总局原局长郑筱萸的案件中!其

妻子 %儿子均涉案 !是官员腐败

&家族化'的典型案例#这个腐败

家族在药品 % 医疗器械行业通

吃#郑筱萸之子郑海榕通过幕后

操纵几家皮包公司!依靠买卖批

文交易等来获利# 分析其原因!

其实就是身边人躲在领导的影

子里 ! 为顺理成章地搞公权私

用 %搞贪污受贿 %搞权力置换创

造了极为便利的条件#

&身边人'腐败现象!说到底

还是官员自身党性定力出了问

题# 而让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!

才是有效遏止类似腐败多发的

治本之策#必须看管好领导手中

的权力!形成完善透明的权力监

督机制!领导身边人的贪腐才能

遏制#

与此同时!积极推行政务公

开! 扩大行政权力运行透明度!

不断完善和发扬党内民主!真正

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!才能让权

力不再跑偏走样#


